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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8月19日电（记者
梅世雄）中央军委党的建设会议17
日至19日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
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
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
调，全面加强新时代我军党的领导和
党的建设工作，是推进党的建设新的
伟大工程的必然要求，是推进强国强
军的必然要求。全军要全面贯彻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
十九大精神，深入贯彻新时代党的强
军思想，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
求，落实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坚持
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坚持全面从严治
党，坚持聚焦备战打仗，全面提高我
军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工作质
量，为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
完成好新时代军队使命任务提供坚
强政治保证。

17日上午9时30分许，习近平
来到京西宾馆，在热烈的掌声中，亲
切接见会议代表，同大家合影留念。

习近平在会议上发表重要讲
话。他指出，党的十八大之后，党中
央和中央军委坚持从政治上建设和
掌握军队，特别是召开古田全军政治
工作会议，狠抓全面从严治党、全面
从严治军，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
坚持以整风精神推进政治整训，坚持
以理论武装凝心聚魂，坚持把党组织
搞坚强，坚持贯彻军队好干部标准，
坚持正风肃纪、反腐惩恶，带领全军
寻根溯源、革弊鼎新，推动管党治党
从宽松软走向严紧硬。我军党的领
导和党的建设发生全面深刻变化，为
强军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
性变革提供了坚强政治保证。要认
真总结经验，把取得的成果巩固好、
发展好。

习近平强调，党的领导和党的建
设是我军建设发展的关键，关系强军
事业兴衰成败，关系党和国家长治久
安。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把
人民军队全面建成世界一流军队，完
成好党和人民赋予的新时代使命任
务，必须持之以恒、久久为功，下大气
力解决我军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方
面存在的矛盾问题和短板弱项，把我
军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工作抓得更
紧更实，把我军各级党组织建设得更
加坚强有力。

习近平指出，坚持党对军队绝对
领导是我军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
设工作的首要任务。要加强党的政
治建设，引导全军坚决维护党中央权
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坚决听从党中央
和中央军委指挥。要坚持用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新时代党的强
军思想武装官兵，铸牢部队对党绝对
忠诚的思想根基。要落实党委统一的
集体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做到
一切工作都置于党委统一领导之下，
一切重要问题都由党委研究决定。要
健全党领导军队的制度体系，全面规
范我军党的工作和政治工作。

习近平强调，党的力量来自组
织，组织强则军队强。要坚持组织路
线服务政治路线，聚焦备战打仗主责
主业，加强我军党的组织体系建设，
增强各级党组织的领导力、组织力、
执行力，把党的政治优势和组织优势
转化为制胜优势。要适应改革后的
新体制新职能，坚持军委管总、战区
主战、军种主建总原则，找准各级各
类党组织职能定位，优化组织设置，
健全制度机制，改进领导方式，把组
织功能充分发挥出来。

习近平指出，军级以上高层党委

在我军党的组织体系中地位重要、责
任重大。要旗帜鲜明讲政治，站稳政
治立场，把准政治方向，坚定政治信
念，提升政治能力，确保政治过硬。
高层党委要抓备战打仗，提高战略谋
划能力、真打实备能力、改革创新能
力、科学管理能力、狠抓落实能力。

习近平强调，强军之道，要在得
人。要把培养干部、培养人才摆在更
加突出的位置，着力锻造忠诚干净担

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着力集聚矢志
强军打赢的各方面优秀人才。要坚
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任人唯贤，突
出政治标准和打仗能力，深入解决选
人用人突出问题，把强军事业需要的
人用起来，把合适的人放到合适岗位
上。要贯彻党中央战略部署，制定和
落实好优秀年轻干部培养规划，对看
得准的要重点培养，放在备战打仗一
线、吃劲要紧岗位和急难险重任务中

摔打磨练。
习近平指出，人才资源是强军兴

军的宝贵战略资源。要加紧构建“三
位一体”新型军事人才培养体系，加
大联合作战指挥人才、新型作战力量
人才、高层次科技创新人才、高水平
战略管理人才培养力度。要完善相
关配套政策，加强文职人员队伍建
设。要坚持严管和厚爱结合、激励和
约束并重，鼓励实干，下转A03版▶

习近平在中央军委党的建设会议上强调

全面加强新时代我军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工作
为开创强军事业新局面提供坚强政治保证

本报三亚8月19日电（记者况昌
勋）8月18日，省长沈晓明率队赴三
亚，调研全球动植物种质资源引进中
转基地选址工作，对中央环保督察、国
家海洋督察反馈问题整改情况进行
检查，并深入渔港码头看望慰问渔民。

调研中，沈晓明指出，习近平总
书记“4·13”重要讲话和中央12号

文件都明确提出“支持海南建设全
球动植物种质资源引进中转基地”，
要尽快做好选址、立项、规划等各项
工作，加快推进基地建设。基地选
址要科学合理，建设面积要能够满
足动植物种源中转隔离、检验检疫、
品种交易等功能需求。

在检查中央环保督察、国家海

洋督察反馈问题整改项目时，沈晓
明强调，要认真落实中央环保督察
和国家海洋督察反馈问题整改工作
要求，从严从实抓好各项整改措施，
针对违规填岛类项目整改，要对填
海形成土地的规划进行优化调整，
将其用于符合国家战略和海南全面
深化改革开放需求的项目。

沈晓明还来到三亚崖州中心渔
港码头，眺望满载而归的渔船，走进
正在卸鱼、交易的渔民中间，询问收
获情况。得知这是南海开渔“第一
网”，他向大家表示祝贺。

省委常委、三亚市委书记严朝
君，副省长刘平治，省政府秘书长倪
强参加调研。

沈晓明率队赴三亚市调研

推动全球动植物种质资源引进中转基地选址工作

9月6日—9日
海南国际会展中心 DAY

■ 本报记者 丁静 贾磊

年年有七夕，今年又七夕。
“世界那么大，我想去保亭狂

欢。”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万人牵
手共舞、欢乐戏水的场景让“遇见远
方”等众多网友羡慕不已。

8 月的保亭，云雾环绕山间，
槟榔羽叶翻飞。正值中国传统节
日七夕节，海南七仙温泉嬉水节
在保亭七仙广场盛大开幕。岛内
的姑娘小伙来了，县里的居民村
民来了，省外的游客来了，台湾的
少数民族同胞来了。在七仙岭
下，在保城河旁，共赴激情欢乐的
嬉水之约。

这一约定已延续18年。七仙
岭相伴，自 2000 年，保亭举办第
一届嬉水节，到今年已是第十八
届。保城河见证，经过岁月的洗

礼，嬉水节这一特色节庆品牌越
叫越响，成为保亭最盛大的少数
民族文化节日和最靓丽的地域推
介“名片”。

有网友问，保亭嬉水节缘何火
了18年？

18年的坚持——

活动推陈出新
赢得市民游客青睐

18年做一件事，久久为功。

保亭用持之以恒的耐心、坚持
不懈的创新、坚定发展的信心，穿越
时间的迷雾和纷扰。

“从小时候就开始参加嬉水节，
现在每年都在期盼着这个节日到
来。” 下转A03版▶

一个独特的地域文化品牌越叫越响，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少数民族文化传承交流

保亭嬉水节缘何火了18年？

经省委研究，现将拟任干部人选情况予以公
示。

公示期限：2018年8月18日至8月24日，共
5个工作日。

联系电话：（0898）12380，65378954（传真）
短信举报：18608912380
联系地址：海南省海口市国兴大道69号海南

广场1号楼308室省委组织部干部监督处（邮编：
570203）

举报网址：http：//12380.hainan.gov.cn
中共海南省委组织部

2018年8月17日
（拟任干部人选情况见A04版）

海南省拟任干部人选
公 告

短评

一个嬉水节，一办 18 年，成为
保亭最盛大的少数民族文化节日和
最靓丽的地域推介“名片”，更成为
保亭旅游资源、黎族苗族文化、经济
发展的展示台和助推器，其背后镜
像的不仅是当地百姓对这一节日文
化的价值认同，更是广大游客对这
一地方特色文化品牌的区域识别，
以及当地对这一少数民族文化品牌

的经济挖掘。
这一文化节日的塑造，不仅有利

于展示推广黎族苗族文化，打造具有
地方特色的文化品牌，从而增强民族
凝聚力和认同感；也有利于扩大群众
参与，形成共同文化印记，从而增强
少数民族群众的文化自觉，进而推动
少数民族文化、艺术的交融与繁荣，
促进少数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弘扬；更

有利于利用节日文化形成的品牌效
应，培育旅游市场，提升地域知名度，
推进经济社会发展，从而实现文化自
强……保亭对节日文化再识别、再挖
掘、再创新的实践，让我们看到了一
条以政府为主导、以文化为内涵、以
节日为载体、以群众为基础、以市场
为导向的节日文化深耕之路，这也是
民族文化传承与发展之路。

以节日文化助力经济社会发展

三亚成功申办2020年
亚洲沙滩运动会

本报三亚8月19日电（记者徐慧玲）三亚将首次
举办洲际级综合运动会。北京时间2018年8月19日
上午10时，在印度尼西亚雅加达召开的亚洲奥林匹克
理事会第三十七届代表大会上，三亚成功申办成为
2020年第六届亚洲沙滩运动会举办城市。这是海南
日报记者19日从三亚市委宣传部获悉的。

在当天的代表大会上，三亚代表团精彩的申办陈
述获亚奥理事会所有成员国一致通过。亚奥理事会主
席艾哈迈德亲王宣布三亚成为举办城市。

亚洲沙滩运动会是由亚奥理事会设立的一项新兴
综合体育赛事，与亚运会、亚冬会及亚洲室内运动会并
列为亚洲四大综合体育赛事。作为亚洲规模最大的沙
滩综合性运动会，亚洲沙滩运动会包括沙滩排球、沙滩
足球、冲浪、帆板等17个项目，此前每两年举办一届，
从2020年起每四年举办一届。

琼乐高速预计下月开通
本报抱由8月19日电（记者梁君穷 徐慧玲）海南

日报记者8月19日从琼乐高速二代建指挥部获悉，海
南中线高速琼中至五指山至乐东段建设已接近尾声，
目前正在加快推进交通安全防护工程施工，确保9月
份通车。

“等供电局供电后，我们就准备系统调试，几个隧
道要保证在9月5日全部调试完成。”琼乐高速二代建
指挥部相关负责人介绍，持续近10天的强降雨对琼乐
高速施工影响不太大。施工单位顺利完成全线路面伸
缩缝施工任务后，又立即组织力量开展全线4座隧道
照明工程，计划半个月内完成。

该负责人介绍，针对国内各高速公路隧道口容易
发生交通事故的情况，施工单位在琼乐高速每个隧道
入口，都安装新型的旋转式护栏，最大限度保护驾驶员
的行车安全。琼乐高速通车后，中线高速将实现全线
贯通，有力促进中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

本报今日推出
“中国医师节”特刊

本报海口8月19日讯（记者符王
润）8月19日是首个“中国医师节”，
海南省卫计委和海南日报社于8月
20日联袂推出“医者仁心”2018年中
国医师节特刊，营造尊重医师、关爱医
师、激励医师的良好氛围。

特刊共16个版，既展现了我省部
分市县医疗卫生事业建设、改革和发展
成果，也展现了各医疗机构不断提升医
疗服务质量，优化服务环境的努力。

自2014年起，海南省卫计委联合
海南日报社每年举办海南省“寻找百
姓身边好医护”大型公益活动，至今已
连续举办4届。特刊对历届活动中评
选出来的“十佳好医护”获得者的事迹
进行了集中展现，以此弘扬我省广大
医务人员敬佑生命、救死扶伤、甘于奉
献、大爱无疆的崇高精神。

（T01—T16）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
打赢脱贫攻坚战三年行动的指导意见

（指导意见全文见A02、A03版）

一、全面把握打赢脱贫攻坚战
三年行动的总体要求

二、集中力量支持深度贫困地区
脱贫攻坚

三、强化到村到户到人精准帮扶
举措

四、加快补齐贫困地区基础设施
短板

五、加强精准脱贫攻坚行动支撑
保障

六、动员全社会力量参与脱贫
攻坚

七、夯实精准扶贫精准脱贫
基础性工作

八、加强和改善党对脱贫攻坚
工作的领导

中央军委党的建设会议8月17日至19日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
并发表重要讲话。这是习近平亲切接见会议代表。 新华社记者 李刚 摄


